
稳稳中中见见涨涨将将成成楼楼市市未未来来趋趋势势
受宏观政策影响，日照楼市今年“好戏”不断

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日照楼市受房产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上演
了一幕又一幕跌宕起伏的精彩大戏，搅动着港城市民敏感的购房神
经。尤其是三月份被“国五条”细则虚惊一场后，刚需房全年热度不减。

文/卢绪海

综观过去一年，日照楼市
呈现出如下显著特点：

第一，“国五条”细则搅动
市场，二手房成交呈井喷之势。

2 月 26 日，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通知，要求进一步提高第
二套住房贷款的首付款比例和
贷款利率，出售自有住房按转
让所得 20% 计征个税。这个被
业内人士称为“国五条”细则的
通知，一经披露,市场反响十分
强烈。

整个三、四月份，日照市房
产交易大厅都人满为患，前来
办理过户手续的人排成了长
队。工作人员称，这一场面非常
罕见，多少年来都没有过！由于
担心二手房过户 1% 征税标准
可能会被取消，相当一部分有
改善住房需求的市民放弃观
望，纷纷入市，以抢在按 20% 计
征个税政策出台前完成交易。
这让沉寂很长时间的购房需求
集中爆发了出来，直接导致了
港城楼市上半年二手房交易呈
井喷之势。

尽管事后证明“国五条”细
则只是虚惊一场，但它奠定了
这一年楼市“涨”字当头的大趋
势。

第二，新市区地王横空出
世，刚需房热度全年不减。

1 月 22 日，日照市单价破
千万的新“地王”横空出世：土
地编号为 2012A-55 号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在日照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拍出了成交价 9 . 11 亿
元、每亩单价 1008 . 86 万元的天
价，溢价率高达 102 . 44% 。土地
成本的暴涨不仅直接带动了房
价的提升，而且对开发商的定
价策略也产生了很大冲击。

卖的多，买的也多，更印证
市场的火热。多年不见的开盘
当天排队抢购的现象在日照卷
土重来。

港城大量刚需被空前释
放，刚需房供需两旺支撑着房
价一路上涨。今年港城楼市可
谓“抢”声一片，一年下来楼市
几无淡季。

第三，地产大鳄抢滩日照，
行业洗牌呼之欲出。

继地产大鳄华润置地去年
抢滩日照之后，9 月 28 日，绿城
日钢房地产项目合作签约仪式
在岚桥锦江大酒店举行，这标
志着另一个地产大鳄——— 绿城
成功抢滩日照。

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
会有越来越多的地产大鳄来日
照攻城略地。地产大鳄的到来
对本地市场的冲击已经日益显
现，行业洗牌已经在所难免，呼
之欲出。

2014：港城楼市稳中有涨，
审慎乐观

对于即将到来的 2014 年，
尽管业内人对三、四线城市的
房产市场并不十分看好，甚至
很多房企人士已开始担心三、
四线城市房地产会不会出现严

重过剩问题。但是，日照与其他
三、四线城市相比，有着不可比
拟的优势。因此，2014 年日照楼
市总体看好：一方面出现暴涨
暴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一
方面稳中有涨，审慎乐观仍然
是楼市的大趋势。

这些年来，房地产行业确
实积聚了不小的风险，只涨不
跌的神话迟早有一天会破灭。
目前包括日照房价在内，全国
房价已达到一定高位，上涨空
间已经越来越小。而房价涨跌
的根本还取决于供求关系，随
着日照旧城改造提速，日照这
样一个不足 300 万人口的中小
城市一点都不缺少房子；加上
房价的上涨早已跑赢居民收长
增长水平，这些因素都决定了
2014 年日照楼市没有暴涨空
间。

与此同时，人们也不能指
望港城楼市会出现暴跌。这是
因为，一方面，现在的房子质量
和性能与前些年已经不可同日
而语，可以说实现了质的飞跃，
相应的成本也有了较大增加：
不仅土地成本在成倍增加，而
且劳务成本也出现了翻番上
涨，加上开发企业融资成本不
断加大，这一些决定了房价回
落空间很小；另一方面，日照作
为新兴的宜居城市，与全国其
他城市相比，发展潜力十分巨
大，城市的发展同样为房地产
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机遇。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里，稳中见涨仍然是日照楼
市的一大趋势。

(作者为房地产高级经济
师、中国海洋大学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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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房管局推进信息化建设，加强信息化管理

新新建建商商品品房房全全部部网网上上销销售售

文/片 本报记者 李玉涛

记者从日照市房管局了解
到，2013年，日照市进一步加强
了商品房预售许可和预售合同
网上备案管理，坚持新建商品房
全部网上销售，增强了市场透明
度，杜绝了“一房多卖、捂盘惜
售”等违规行为。

落实调控政策

加强市场监管

2013年，日照市加大了对
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和房屋
维修资金的监管力度，有效
维护了购房人利益，降低烂
尾项目产生的可能，使房屋

“老有所养”，有效抑制信访
投诉发生。积极做好协税护
税工作，前十一个月协税护
税超过3亿元。

加 大 行 政 执 法 巡 查 力
度，对全市在售项目进行巡
查，对违规行为下达《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按月出具《房地产市场
交易情况报告》，及时向省住
建厅及统计部门报送房地产
市场相关信息，在重要时期

进行“即时报告”。
为配合户籍改革，将租

赁业务纳入交易大厅，增强
房产交易大厅的服务功能。

进一步加强了商品房预
售许可和预售合同网上备案
管理，坚持新建商品房全部
网上销售，增强了市场透明
度，杜绝了“一房多卖、捂盘
惜售”等违规行为。

推进产权产籍建设

提升服务水平

今年，日照市房管局制
订了《房屋登记工作手册》，
启用了新版的服务指南。

修改完善了存量房网上
交易工作方案、房屋权属登
记信息查询规程，启用了新
的档案号使用办法，严格落

实测绘预、实测分离管理、质
量控制等制度。

推行首问负责制、限时
办结制等多项制度，实行主
动服务、预约服务，为老弱病
残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服
务余次。

全年办理房屋登记 4万
余件。对外提供房屋登记资
料 利 用 3 4 9 1 7 次 ，出 具 证 明
30780份。严格落实执行联动
制度，积极做好司法协助工
作 。主 动 与 法 院 沟 通 ，建 立

“法院司法审查、行政机关判
前纠正”机制，降低行政败诉
率。

推进信息化建设

加强信息化管理

今年，日照市开发了省

住建厅要求的二期省市联网
数据上报系统，及时上报统
计数据，并对网站进行了优
化整合。在两区数据平台统
一的基础上，莒县房管局启
用新的房产登记业务平台，
实现与市局平台联网和系统
的统一；五莲县房管中心硬
件平台及网站建设已基本完
成，进行档案数字化工作。

此外，今年日照市还建
立信访工作应急预案，督办
重点信访案件。

进一步完善信访处理机
制，针对重大信访案件建立
了应急工作预案。积极稳妥
处 理 市 长 公 开 电 话 等 信 访
件，回复率100%。积极参与重
点信访项目的处理，维护了
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
环境。

市区一在建项目施工现场。

权威发布

4月19日 参加齐鲁晚报
《今日日照》主办的日照海景房
山东巡展活动，走进泰安。

4月13日 与齐鲁晚报联合
举办了“兴业银河金街”三月三
相亲会，近千人报名，众多商家
布展。并举办了日照首届婚庆
论坛。

5 月 日照兴业房产荣获中
国房地产 AAA 级信用企业。

7 月 26 日，位于海曲西路
的兴业新瑞花园盛大开盘。

9 月底 海曲世家开展“我
的户型我做主”评选活动。

10月 兴业喜来登广场项
目暨喜来登五星级大酒店开工
建设。

10月13日，兴业第四届家庭
节隆重举行，近5000人齐聚喜来
登广场，上演了一场专属于兴
业一家人的大联欢。

11 月初 兴业房产官方微
信、微博平台上线开通。

11 月 兴业房产参与前大
洼、后大洼等城中村改造项目。

11 月 临沂天泰华府项目
开工建设，拉开了兴业房产跨
地域开发的序幕。

11 月 8 日 兴业·喜来登
广场钻石会员说明会举行。来
自全市各行各业的 50 余位民营
企业家、金融界的专家，以及各
大媒体记者代表欢聚一堂。

日照兴业房产

2013 大事记



5月7日 龙脊之上的富贵
宝 地 ，繁 华 之 处 的 国 际 居
所——— 裕升·国际花园一期盛
大交房。本次盛大交房，200余户
家庭顺利领到新房钥匙，开启
全新生活之门。

5月5日 裕升·璞院开工奠
基仪式隆重。举行。中瑞集团、
山东裕升置业的领导以及瑞通
物业、裕升置业的全体员工共
同见证了这个意义重大的时
刻。

8月18日 裕升·璞院VIP

卡发放活动隆重拉开帷幕。
10月1日 裕升·璞院首期

房源公开摇号选房。近千人加
入裕升·璞院选房大军，共睹盛
大场面。

12月4日 裕升·璞院8#、11
#、12#楼率先实现主体顺利竣
工。在裕升置业及建筑公司的
共同努力下，三栋楼主体比计
划提前半个月竣工，其他楼座
的建设也正如火如荼的进行。

11月17日 裕升·大唐华府
媒体见面会在中瑞国际大厦隆
重举行，标志着项目营销推广
全面启动。

12月20日 山东裕升置业
有限公司在日照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以总价3 . 2亿元成功竞得
2013A-59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未来，裕升置业将着力把该地
块开发建设成具有城市标杆意
义的生态宜居项目。


裕升置业
2013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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